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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气温下降，为保障
同学们安全愉快地度过寒冷
的冬季，做好冬季防寒防冻
工作，切实保障师生的健康
与安全。12 月 6 日，惠济区
东风路小学开展了“防寒防
冻进行时 安全意识伴我行”
主题教育活动。

少先队活动课上，辅导
员们利用图片和视频，带领
少先队员了解冬季安全注意
事项，从而引导他们在思想
上认识冬季安全的重要性。
冬季如何安全用电、用火；怎
样防止发生踩踏事故和交通
安全事故；手脚冻僵了该怎
么办；怎样预防感冒……这
些防寒防冻小知识让少先队

员们获益匪浅。
同时,根据学生活动特点

和校园具体情况，辅导员还
带领少先队员们讨论校园里
如何防止滑倒。尤其是下雪
天怎样自我保护，防止滑跤、
摔伤。在制作手抄报环节，
同学们对防寒防冻小知识有
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安全意
识得到进一步提高。

此次防寒防冻主题教育
活动，提高了师生的自我保
护意识，为营造和谐平安校
园，实现队员们安全过冬，全
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记者 赵腾飞 通讯员
常亚楠

为增强同学们的法制意识，
弘扬法治精神，做好学校的法制
安全教育工作，12月4日，金水
区新柳路小学在广大师生中间
开展了全国法制宣传日主题教
育活动。

升旗仪式上，在鲜艳的五星
红旗下，少先队员代表罗怡萱以
《知法、懂法、做个守法的小公
民》为主题，做了精彩的演讲，她
向全体同学发出倡议：提高自身
的法律意识，学习基本的法律知
识，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不受侵犯，自觉不损害他人和
社会的利益，做个遵纪守法的好
学生。学校积极利用校园广播
和课余的时间，对师生进行法制
相关知识宣传，在全校营造法制
教育的强大氛围。

此次法制宣传主题教育活
动，进一步普及了法律知识，提
升了学生们的法律素养，增强了
法治观念，推动在全校形成学法
遵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在接
下来的学习生活中积极践行社
会主义法治精神。
记者 赵腾飞 通讯员 曹鹏飞

2017 年 12 月 2 日 ～4
日，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
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中
国航空运动协会主办的“莱
特兄弟杯”2017年全国青少
年模拟飞行锦标赛在冰城哈
尔滨举行。来自全国 12 个
省市 35 支代表队选出的逾
300 名选手参加了这次竞
逐。郑州市金水区文化绿城
小学作为河南省唯一一支代
表队参加了本次比赛。

此次比赛分设Z—本场
五边争霸赛、Z—无动力降
落等6个竞赛项目。此次比
赛分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进
行，该校参赛小选手经过一
天半紧张激烈的角逐，张博
涵同学获“无动力降落”项目
三等奖；常俊博同学获“五边
争霸赛”项目三等奖；文化绿
城小学荣获“优秀组织奖”的
好成绩。

“从小就喜欢飞机，上学
后就想研究飞机的原理和知

识，我每天都要抽出至少 2
个小时时间练习模拟飞行。
虽然此次比赛得了三等奖，
但并没有飞出自己平时最好
成绩。我还会继续努力练习
飞行，实现自己的蓝天梦！”
获五边争霸赛项目三等奖的
常俊博说。

文化绿城小学自 2016
年成立“模拟飞行”社团以
来，通过对真实飞行元素进
行模拟，对空气动力、气象、
地理环境、飞行操控系统、飞
行电子系统、地面飞行引导
等进行高度模拟仿真，学生
在操控的过程中，不仅可以
增强思维敏捷度，提高快速
应变能力，还能够培养学生
手脑协调能力、团队合作精
神和集体荣誉感，力争让更
多的学生通过模拟飞行了解
飞 行 、认 识 飞 行 、爱 上 飞
行。

记者 赵腾飞 通讯员 任
晓慧 常罗文

为强化全校师生宪法意识，
营造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浓
厚氛围，12月4日下午，郑州经
开区实验小学开展了普法宣传
教育活动。

活动邀请了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人民法院的虎智
霞法官，为学生开展了国家宪法
日普法宣传教育活动，以普及法
律知识，增强学生法律意识。讲
座中，虎智霞结合自己工作中遇
到的案例，为孩子们讲解如何对
待校园暴力、在校园遇到坏人怎
么办，并详细地分析了上下学途
中最容易发生的拐骗事件中骗
子的常用招数和应对策略，同时
列举了常见的校园安全事件和
交通安全事件，提醒孩子们要学
会自我保护，不仅自己要遵守交
通规则，还要劝导父母严禁酒
驾。虎智霞结合实际案例的分
析、讲解，充分展示遵法、守法的
重要性，结合日常生活中的点滴
小事，告知同学们如何做一个遵
纪守法的好公民。
记者 赵腾飞 通讯员 陈建霞

12 月 6 日，二七区大学
路小学开展主题为“点燃梦
想 创造有我”的创客嘉年
华 暨 首 届 科 技 创 客 节 活
动。全校2500余名学生、老
师及家长乐享了这场科技
教育的盛宴。创客科技展
区、创客科学展区、创客魔
术展区、创客原创展区、创
客现场造物等领域的无人
机、VR、编程、机器人、木工
等十多个课程活动给孩子
们带来了精彩的视觉享受
和美妙的创客时光。

开幕式上，该校校长左
宪香介绍了学校创客教育
的发展情况，以及自己对创
客的理解。在互动体验区，
社会上的创客团队大咖为
学生带来智能机器人、游
戏，体验笼中鸟、磁悬浮地

球仪，利用3D打印机制作创
意作品、无人机拍照等，让
学生在体验科学的同时了
解科学原理。

参观过程中，孩子们对
创客作品充满好奇，不仅可
以现场咨询，还可以亲自动
手体验，感受这些作品的神
奇魅力。创客们开心地把
创意作品、科学原理、应用
价值与同学们进行分享，畅
享科技的魅力。

左宪香表示，创客源于
生活，应用于生活，此次创
客嘉年华不仅是创客们的
乐园，更让孩子们动起来、
玩起来、秀起来、笑起来，体
会创客的乐趣，让科技照亮
孩子的小小创客梦。

记者 赵腾飞 通讯员
郭洋

12月7日，郑州市二七区德化街
小学举行 2017冬季亲子趣味运动
会，全校师生、家长参与其中，享受了
一场充满激情与欢乐的运动盛宴。
现场，同学们个个斗志昂扬，绳子在
快速舞动，毽子不停地在空中跳跃，
热闹非凡。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通
过本次亲子趣味运动会，拉近了家长
与学生之间的距离，更增加了老师与
家长的沟通，加深了家长对学校的理
解。 记者 谭萍 通讯员 靳洋

近日，郑州市金水区农科路小学
家校合力课堂开课啦！全校120多
名一年级家长共同聆听了“习惯养
成，精彩人生”的讲座。活动中，该校
资深心理教师李水莲老师从一年级
孩子的行为习惯、生活习惯、学习习
惯等三大方面展开讲述，重点阐述了
如何培养学生专注力、主动识字、运
用拼音、汉字书写等方面的习惯。此
外，学校心理组的徐伟丽老师和王兰
老师也分别从阅读习惯养成和作业
习惯养成方面做了相关的分享。
记者 谭萍 通讯员 陈姜明 李征硕

孩子读的书，你会选吗？
建议：约定读书时间，创造阅读型家庭氛围
□记者 樊雪婧

核心提示｜近日，一组关于为孩子选书的调查数据引发网络热议。数据显示，在2026名受访
家长中，有56%的家长表示曾为孩子选书而感到困难，有72.7%的家长表示需要相关部门指定参
考标准，以达到为儿童选书的便利。

在浩瀚的书海中，如何找到孩子读的书，成为家长们的一大难题。大河报记者走访调查，为你
寻找答案。

近日，大河报记者走访郑
州多家书店。在丰产路一家书
店里，不少家长正带着孩子前
来挑选书籍，面对繁多的书籍，
家长们翻翻看看，面色显得有
些犹豫。

在书店的一角，王女士正
和女儿商量选择那一本书，5岁
的女儿选择一本漫画书，而王
女士则选择了一本传统文化故
事书。“每次来选书都很头疼，
除了漫画她好像都不喜欢，我
也不知道该给她选什么，读什
么对她比较好。”

和王女士相似，秦先生也
是选书困难家长的一员，而他
解决困惑的方式更加简单：咨
询店员。“选不出来，别说孩子
了，这些书我也不了解，作家我
都不认识。问店员是最好的办
法，让他推荐热销书。”

走访中，大河报记者发现，
超半数家长都曾经或正在遭遇
为孩子选书的困难。而解决困
难的办法也基本一致：由孩子
来选及由店员或老师推荐。

郑州新华书店一位店员告
诉记者，每年光中国就要出版
一二百万本少儿读物，如果没
有挑选办法，家长必然会面临
选择困难。“平时来咨询的家长
很多，所以我们专门列出推荐
书目，贴在醒目位置。”

作为家长，为何连孩子读
什么书都选得困难呢？对此，
不少家长坦言：“不知道有哪些
书，也不知道什么书适合孩子
阅读。”

对此，郑州市某小学班主
任杨霞告诉记者，为孩子选书
困难的家长，首先不够了解自
己的孩子，其次，家长本身也并
非一名合格的阅读者。“班里阅
读量大的孩子，基本上家长都
提供了良好的阅读环境。有爱
读书的家长，才会有爱读书的

孩子。”
她坦言，实际上，不少家庭

缺失了阅读教育的环节。“一部
分家长甚至认为，教育师学校
和老师的事情，孩子回家就是
完成作业，家长们看电视玩电
脑，很少和孩子一起分享时间，
更别说是共同阅读了。”

杨霞解释说，家长和孩子
共同学习阅读，有利于发现孩
子的爱好，了解学习程度。“当
这些基本情况都了如指掌了，
选书的困难也就迎刃而解了。”

那么，对于儿童读物的选
择是否有标准呢？杨霞表示，
在阅读上，应以孩子的兴趣、个
性为依据，阅读发展和审美追
求不应有固定参考标准。

“如果你不了解孩子的特
点，而按标准去选择阅读书目，
并不能达到阅读发展的目的，
可能还会适得其反，让孩子产
生厌读情绪。”她说，阅读是孩
子获取精神食粮的主要途径，
而每个孩子都不相同，只有适
合读的书而没有应该读的书。

她还建议，每个家庭都应
该有亲子阅读的固定时间。因
为家庭的阅读氛围，决定了孩

子的阅读习惯。“在以色列，犹
太民族将阅读与呼吸联系在一
起，可见阅读的重要性。而父
母陪伴孩子成长，最好方式之
一就是亲子阅读，共同学习和
成长。”

“父母才是最好的榜样，想
让孩子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首先，家长应从自我做起，建立
一个阅读型的家庭环境。”杨霞
说，家庭成员间可以约定读书
时间，该时间内，大家各自阅读
各自的书，并在阅读后进行分
享。如果能够这样陪孩子长
大，父母和孩子都能成为精神
的大富翁。

超半数家长
遭遇选书困惑

阅读缺失导致家长选书困难

家长应尽力创造阅读型家庭氛围

现象 探因

建议

教育短波

“防寒防冻”教育 保学生健康

小学风采

金水区新柳路小学

普法宣传教育 从娃娃抓起
经开区实验小学

惠济区东风路小学

亲子趣味运动会
快乐健身嗨翻天

学习习惯咋养成
家长也来学一学

“创客嘉年华”点燃学生创造梦
二七区大学路小学

竞逐全国青少年模拟飞行锦标赛
金水区文化绿城小学


